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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文在寅：
韩朝正“多渠道”沟通

韩国总统文在寅15日说，韩国与朝鲜正
继续经由“各种渠道”保持沟通。谈及美国与
朝鲜领导人可能举行第三次会晤，文在寅强
调，提前做好工作级别磋商至关重要。

文在寅当天与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在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郊的萨尔特舍巴登会
晤，随后一同举行记者会。

韩联社报道，谈及韩朝关系，文在寅说，双
方正借助多种渠道沟通。他强调，他2017年5月
就任总统以前，包括军事热线在内的韩朝间沟
通渠道全部处于中断状态；他就任两年来，韩
朝恢复对话，双方“一直”经由各种渠道沟通。
文在寅没有详述双方沟通渠道和细节。

韩国方面和美方5月宣布，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6月底赴日本参加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峰会，顺访韩国。文在寅12日说，特朗
普访韩以前，他希望能第四次会晤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他同时呼吁特朗普与金正恩
举行第三次会晤。提及朝美领导人可能第三
次会晤，文在寅强调提前举行工作级别磋
商、事先做足“功课”的重要性。“为了美朝对
话取得切实进展，”他说，“需要提前举行工
作级别磋商。”

依照文在寅的说法，“重要的是，应当避
免像河内会晤那样无果而终”。

文在寅与金正恩去年会晤三次；特朗普
与金正恩去年6月12日和今年2月27日至28
日分别在新加坡和越南首都河内会晤。两人
新加坡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就“建立美朝
新关系”和“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
制”等事宜达成一致；但河内会晤因无核化
议题分歧提前几个小时结束日程，没有达成
协议。路透社报道，美朝对话随后陷入停滞，
韩朝对话同样减少。

韩联社解读，文在寅的话暗示，美朝或
许先寻求“初步会谈”，为美朝领导人第三次
会晤“探路”。

瑞典首相勒文重申，瑞典不会放弃对朝
鲜半岛和平的支持，为这一目标将竭尽所
能。 据新华社

印度对28种美国产品
加征报复性关税

印度政府决定从6月16日开始对28种美
国输印产品加征关税。

印度财政部15日晚发布公告，宣布对包
括杏仁、豆类和核桃在内的28种美国产品加
征关税。这一名单先前包含29种产品，但此
次公告删除了一种虾类产品。

印度于去年6月制定上述加征关税名
单，以报复美国对印度加征钢铝关税。印方
多次推迟加征关税的日期，希望推进与美方
相关谈判。不过，今年6月5日，美国政府以

“印度未能确保向美国提供公平、合理的市
场准入”为由，宣布取消给予印度的普惠制
待遇，导致两国贸易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据新华社

香港各界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工作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5日宣布，
特区政府决定暂缓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
香港各界表示支持。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当天发
表声明说，支持特区政府暂缓修例工作的决
定，并重新咨询，进行更多解说工作和听取
不同的意见。

声明表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将继续
全力支持特区行政长官施政，并呼吁市民继
续以和平、理性方式表达意见，共同守护香
港这个文明、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

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通过发言人说，
对特区政府暂缓修例的决定表示理解。他相
信有关方面认真听取了各界和市民的声音，
才作出这一决定，这样可让有关方面多做解
说工作。他呼吁市民和平理性地表达意见，
体现香港人一直尊重的法治精神。

香港政治团体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
民建联尊重特区政府暂缓修例的决定，并明
白《逃犯条例》有修订的需要，她期望社会各
阶层继续向特区政府表达意见。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表示，支持和理解特
区政府暂缓修订《逃犯条例》。他们希望特区政
府因应社会关注，就条例草案内容向社会各界
详细解说，多聆听市民意见。他们也呼吁社会
各界共同维护香港社会安宁和法治精神。

香港工业总会对特区政府暂缓修订《逃
犯条例》表示认同，并盼望各界理性讨论。该
会认为，特区政府暂缓修例，重新咨询，有助
社会全面了解修例建议，消除不必要的疑
虑。该会主席郭振华表示，衷心希望社会各
界能够冷静、理性地讨论这个议题。

香港总商会对特区政府暂缓修订《逃
犯条例》表示欢迎。该会主席夏雅朗说，暂
缓修例的工作有助各方重回理性讨论，他
期望特区政府继续与社会各界和公众进行
有建设性的讨论，以回应和释除各方对草
案的疑虑。

香港民间团体“保公义撑修例大联盟”
发言人表示，对于行政长官提出暂缓《逃犯
条例》修订予以理解，该联盟将继续向特区
政府表达有关意见，并向广大市民介绍有关
内容。

该联盟表示，希望日后特区政府再进行
修订工作时能全面聆听市民声音，在深入讨
论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达成共识，让香港社
会更安全，广大市民更安心。

特区政府今年4月向立法会提交了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
（修订）条例草案》，以使香港可与尚无长期
司法协助安排的司法管辖区展开个案合作。
修例旨在处理有关香港居民涉嫌在台湾杀
人案件的移交审判问题，同时堵塞香港现有
法律制度的漏洞。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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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南乐校园割喉案”过去已两年，受害老师心理创伤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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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 矛 盾

高中生行凶之谜高中生行凶之谜

申丽霞说申丽霞说，“，“我曾经很久没有我曾经很久没有
走出来走出来，，因为我想不通因为我想不通，，我的学生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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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笑我嘲笑我，，认为我一定是做了对学认为我一定是做了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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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我恨之入骨生对我恨之入骨。。可是我反反复可是我反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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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伤 害

2017年5月12日
下午3时许，河南南
乐一中响起了下午第
一节课的下课铃声。
高一英语老师申丽霞
在办公室备课整理，
正准备去上课，这时，
一名男生来到办公室
径直走向她。申丽霞
认识他，这是她的学
生，高一某班的李江
（化名）。

李江手里拿着笔
记本，说要问问题，他
问老师形容词的最高
级是什么，申丽霞看
着他的笔记本正在解
答，“忽然我感觉我的
脖子被人架住，一个
冰凉的东西划开我的
脖子。”申丽霞伸出双
手去摸，发现自己的
鲜血开始喷涌……河
南省南乐县人民医院
的病情状况上写着：
颈部有三处横行刀割
伤，分别长约20cm、
15cm、10cm，部分伤
口深达骨质。2017年
5月26日，李江以涉
嫌故意杀人罪被南乐
县公安局逮捕。

如今，“河南南乐
校园割喉案”过去已
两年，却给申丽霞留
下不可磨灭的创伤，
她因此患上了创伤后
应激障碍和重度抑郁
症，“作为一名教师，
我觉得很丢人，别人
会背地里议论，这个
老师到底做了什么，
让学生恨之入骨，直
到想杀死她！”她说，
她甚至没有在课堂上
或私下对李江说过任
何重话，“因为李江成
绩不太好，他来问问
题，我非常高兴，所以
反而经常鼓励他。”

申丽霞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我的学生为什么要
置我于死地？也许一
辈子我都将带着这个
疑问活下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沈杏怡

申丽霞是一名已有24年教
学经验的英语老师。

2017年5月12日下午第一节
课刚刚结束，学生李江出现在她
的办公室，“老师，我要问问题。”
申丽霞很高兴，因为李江英语成
绩并不好，150分的满分，李江一
般只能考40分、50分，而最近两
周，李江频繁来办公室问有关英

语的问题，申丽霞认为，这个学
生开始努力学习了。

正当申丽霞在回答李江的
问题时，“他忽然一只手搂住我
的脖子，另一只手拿出刀在我的
脖子上划拉。”申丽霞本能地用
双手去拉李江，“但纹丝不动，我
感觉到一把刀在我的脖子上反
复划拉，鲜血流得到处都是。”办

公室里两个老师赶紧跑出去喊
人，这时另一位老师下课后回到
办公室，看到这一幕发出大叫，
李江才放开申丽霞跑出了办公
室。申丽霞被送往南乐县人民医
院，据南乐县人民医院病例显
示，申丽霞颈部有三处横行刀割
伤，分别长约20cm、15cm、10cm，
部分伤口深达骨质。

据同事告诉申丽霞，事发
后，李江并没有跑出校园或是
跑回教室，而是径直跑到了四
楼地理老师办公室，并对地理
老师说：“我不想再伤害别人
了。”申丽霞不明白，自己的办
公室与李江的教室都在一楼，
为何他在犯案后，会跑到四楼
地理老师办公室。

老师正在解答问题 学生突然持刀行凶

申丽霞回忆，李江在班上成
绩不太好，但也没有任何特殊表
现，事发后，联想起李江此前的种
种表现，申丽霞越发想不明白。

申丽霞告诉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自己教李江所在班级
英语课不到一年，事发时是高一
下半学期，以前李江并不是一个

爱在课后问老师问题的学生，而
就在事发前两周，李江忽然频繁
来办公室找老师问问题。“但每
次老师在给他解答问题时，他并
没有认真听，总是左顾右盼，眼
睛在办公室四处看，我曾经多次
提醒他，老师在给你解答问题，
你要认真听，我还为此向他班主

任反映过，希望班主任提醒他要
集中注意力。”

更让申丽霞觉得怪异的是，
有一次她和其他老师一起去大
会议室集中备课，正准备出办
公室，李江跑来说有问题要问，
由于集体备课有时间要求，申
丽霞告诉他，等备课完之后去

找他。而集中备课结束后，她主
动找到李江，问他有什么问题
要问，李江却说：‘我只在办公
室问问题。’”

申丽霞告诉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受伤后，学生们来病
房探望时，曾有一个学生说，李江
以前问他：“狼是怎么吃人的？”

他此前曾问同学：“狼是怎么吃人的？”

2017年5月26日，李江以涉
嫌故意杀人罪被南乐县公安局
执行逮捕。据河南省南乐县人民
法院判决书显示，2018年2月5
日，南乐县人民检察院委托某司
法鉴定机构对被告人李江进行
了精神状况鉴定，显示其无精神
病，认定李江在此案中具有完全
刑事责任能力。

在判决书上，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看到，李江自述涉嫌
杀人动机是，当天在问老师问题
时，自己眼睛看向办公室门口方
向，申丽霞提醒他眼睛不要乱
看，“自己一时冲动就从上衣右
侧口袋里把削铅笔用的文具刀
掏了出来。”

李江自述的涉嫌杀人动

机，申丽霞无法接受，“他提出
问 题 之 后 ，我 才 刚 开 始 做 解
答，他就用刀刺向了我，时间
非常短，我根本就没有提醒他
眼睛不要乱看。”申丽霞称，事
发时办公室另外两名在场的
老师也曾作证，她并没有说过
这句话。

而根据判决书上李江的

自述，李江也称自己和申丽霞
“没有矛盾”。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在判决书上看到，李
江自述：“与申丽霞没有矛盾，
因自己的英语成绩一直处于
倒数第一或倒数第二，最近一
次考试英语成绩提到倒数第
六，自己想多请教老师问题以
提高成绩。”

■行凶男生被法院认定未满18岁，获刑四年六个月，检方抗诉失败
■他自称与老师没矛盾 受害老师至今想不通：学生为何想杀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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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何 行 凶

申丽霞说，事发后除了
身体创伤，更大的伤害来自
心理上，“我曾经很久没有
走出来，因为我想不通，我
的学生为什么想杀害我？
我也害怕外界嘲笑我，认
为我一定是做了对学生非
常过分的事情，导致我的
学生对我恨之入骨。可是
我反反复复想了很久，我真
的没有伤害过李江，一句重
话都没有对他说过，我反而
对他格外呵护，看到成绩不
太好的学生努力上进，我是
非常鼓励的。”

根据南乐县人民法院的
判决书显示，法院认定李江
未满18岁，对其依法减轻处
罚，李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对此，
申丽霞的家人无法接受，其

女儿小溪（化名）说：“李江犯
案时已经17岁了，事发后，凶
手被关押，事发至今已经过
去了两年，如果判处四年半
的话，那么还有两年凶手就
要出来了，这个结果我们家
人不能接受。”

申丽霞一家希望法律
能给出更公平的判决，今
年6月，检察院提出抗诉。6
月16日，申丽霞家人接到
通知，称抗诉失败，李江将
被强制执行有期徒刑四年
半，两年半之后，李江将刑
满释放。

目前申丽霞在当地一
所初中继续担任英语老师。
截至发稿时，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多次联系李江
曾经的班主任及同学，均无
回应。

动机成谜 自称与受害老师没有矛盾

除了身体创伤，更大的伤害来自心理上

老师至今想不通：学生为何想杀害我？

受害老师申丽霞

受害老师的伤口

受害老师申丽霞说，“我真的没有伤害过李江，一句重话都没有对
他说过，我反而对他格外呵护，看到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努力上进，我是
非常鼓励的。”图为事发后同学们到病房看望申老师


